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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化合物结构数据库 

服务介绍： 

本数据库包括化合物的二维和三维结构、SRN(化合物唯一编号)、化合物的物化性质。用户通过全结构检索，

子结构检索以及模糊结构检索可查出目标化合物的物化性质、二维和三维结构。 

由于结构输入和显示均需要 java applet 插件，因此用户的浏览器请勿禁用 java 程序。 

名词与概念： 

（全）结构检索    检索与用户输入的提问结构完全一致的目标化合物。 

子结构检索    子结构检索是指检索某一类相同结构片段化合物，检索得到的这类化合物都拥有某些结构

上的共同特征，我们将这些共同特征结构片断称为“子结构”。 

模糊结构检索    将用户输入的提问结构作为一个结构片断，设置目标化合物的其他结构特征，包括结点

属性、键属性和环系统属性、分子式结构、立体中心属性、重复单元数等。检索分子骨架包含用户输入的提问

结构，并且符合其他结构特征的目标化合物。 

特征结构检索    用户设置目标化合物的结构特征，包括结点属性、键属性和环系统属性、元素组成式、

立体中心属性、重复单元数等各项指标的数值，检索符合此类结构特征的目标化合物。 

SRN    通过化学结构比较和登录确认的化合物唯一编号，使用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开发的化合物

登录系统进行登录处理。编号为数字格式，从 1 开始自动编号。 

结点属性    把一个化合物分子当成一个二维的拓扑图来看待，忽略普通的氢原子，其他的原子就是分子

图的结点。结点属性包括了非氢原子的总数，还包括了每个结点的连接度等属性，以及是否有氘和氚等氢同位

素。结点的连接度就是跟一个结点原子直接连接的其他结点的数目。例如乙烷的 2 个碳原子的结点连接度都是

1，而环己烷的结点连接度都是 2。 

键属性    键属性是指化合物中化学键的类型，包括单键、双键、三键、交替键和互变键等。考虑到原子

的电荷（正电荷或负电荷）均会影响原子的成键数目，因此将电荷列在键属性项下。 

环系统属性    包括分子图中环的个数、每个环系统的环结点计数、每个环系统的 SSSR（ 小环集的 小

集）和每个环系统的小环数等。 

重复单元    聚合物的重复单元（repeating unit）。 

3.2.2.1 化合物检索 

所谓化合物检索，就是通过化合物英文名称、CAS 号、SRN 号和分子式等化合物的关键字在数据库中查询

到匹配的化合物。 

检索示例 

例1， 输入化合物名称“ethanol”精确检索，见图 3.2.2.1，即可得到化合物名称为”ethanol”的目标化

合物记录 1 条，见图 3.2.2.2。 

 

图 3.2.2.1    化合物名称的精确检索（例 1） 

 

图 3.2.2.2    化合物名称的精确检索结果（例 2） 

例2， 输入化合物名称“ethanol”进行模糊检索，见图 3.2.2.3，即可得到名称中包含”ethanol”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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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合物记录 100 条，见图 3.2.2.4。注意：本系统约定，当检索命中的目标化合物记录超过 100

条的时候，只取前面 100 条记录显示。 

 

图 3.2.2.3    化合物名称的模糊检索（例 2） 

 

图 3.2.2.4    化合物名称的模糊检索结果（例 2） 

例3， 输入 CAS 号“64-17-5”，或者“64175”，进行检索，见图 3.2.2.5，提交检索即可得到 CAS 号

为“64175”的化合物纪录 1 条，见图 3.2.2.6。注意：本系统会对用户输入检索的 CAS 号进行

正确性验证，如 CAS 号包括其他字符，将会报告“CAS 号错误，请返回”的提示。 

 
图 3.2.2.5    化合物的 CAS 号检索（例 3） 

 

图 3.2.2.6    化合物的 CAS 号检索结果（例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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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4， 输入 SRN 号码“102557”，检索 SRN 号码为 102557 的目标化合物，见图 3.2.2.7 和图 3.2.2.8。

SRN 号码和 CAS 号不存在模糊检索问题，系统缺省为精确检索。 

 

图 3.2.2.7    化合物的 SRN 号码检索（例 4） 

 

图 3.2.2.8    化合物的 SRN 号码检索结果（例 4） 

例5， 输入分子式“C15H12O”，可检索分子式为“C15H12O”的目标化合物。见图 3.2.2.9 和图 3.2.2.10。 

点击化合物名称的连接，即可查看化合物的属性，例如查看图 3.2.2.10 中的 SRN 号码为 547962 的化合物, 如

图 3.2.2.11 所示. 

 

图 3.2.2.9    化合物的分子式检索（例 5） 

 

图 3.2.2.10    化合物的分子式检索结果（例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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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2.11    化合物的属性页面 

查看三维结构 

化合物属性页面下方，系统为用户提供化合物查看三维结构的功能，点击三维结构的超链接即可弹出一个

新页面，如图 3.2.2.12 所示。 

 
图 3.2.2.12    准备查看化合物的三维结构 

用户第一次查看化合物的三维结构之前，必须先安装 VRML 浏览器插件，请按如下步骤进行： 

第一步：点击图 3.2.2.12 的下载的超链接，将安装程序包下载保存到本地电脑。 

  

图 3.2.2.13    下载保存 VRML 安装程序包 

 

第二步：用 winzip 或者 winrar 等解压缩软件对该压缩文件进行解压缩，将安装程序释放到本地电脑。注意，

如果未解压缩就点击安装，可能会出现安装失败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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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2.14    解压缩之后的 vrml 安装程序 

第三步：双击运行安装程序，程序会自动完成安装，不需要进行额外的配置。用户可以打开文件夹的文件

夹选项中，点击“文件类型”活页，找到扩展名为.vrml 的文件类型，打开方式是网页浏览器。如图 3.2.2.15 所

示。 

 
图 3.2.2.15    vrml 安装完成后的文件类型 

安装完成之后，即可选择图 3.2.2.12 中的三维结构的显示方式：显示 H 原子，不显示 H 原子。 

点击其中一种显示方式，浏览器就会跳出一个文件下载窗口，如图 3.2.2.16 所示。注意：文件名的扩展名

是“.vrl”，文件类型与图 3.2.2.15 中一致，如果文件扩展名和文件类型不同，就表示插件安装失败。 

 

图 3.2.2.16    打开 vrl 文件 

 

按照图 3.2.2.12 的提示，直接选择“打开”，系统将会弹出一个新窗口，窗口里的内容就是化合物的三维结

构，如图 3.2.2.17。窗口周围的按钮功能如图所示，点击该按钮，然后在窗口中移动鼠标即可（窗口太小的时候，

所有的按钮缩写为其首字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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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2.16    查看化合物的三维结构 

常用的三维结构查看步骤： 

1） 点击 Zoom Out 按钮，将图形调整到默认大小，并定位在窗口中央； 

2） 点击 Study 按钮, 在窗口里按住鼠标左键即可旋转观察图形； 

3） 如果觉得图形大小不适合，可点击 Walk 按钮，等鼠标变成 形，按住鼠标左键在窗口中上下拖动，

即可对图形大小进行缩/放。向上拖动为放大，向下拖动为缩小； 

4） 如有图形调整需要重复 2)-3)即可。 

 

3.2.2.2 化合物结构检索 

基本原理  用户在页面上输入化合物的二维结构，或者上传化合物的 MOL 文件(可用 MDL 公司的 ISIS 

DRAW 软件绘制结构，导出为 MOL 文件)，检索与之结构完全一致的目标化合物。 

检索过程第一步：输入化合物的结构 

输入化合物的结构有 2 种方法，第一种是在页面上通过绘图软件绘制结构图形然后提交检索即可，如图

3.2.2.17 所示（例 6）。 

 
图 3.2.2.17    输入分子结构进行检索（例 6） 

第 2 种方法是上传化合物的 MOL 文件，提交检索，如图 3.2.2.18 所示（例 7）。 

用户注意：本系统只接受 MDL 公司规定的结构图 MOL 文件，其他化学绘图如 ChemOffice 生成的 MOL 文

件目前无法解析。用户可以用 MDL 公司免费的 ISIS DRAW 软件（http://202.127.145.134/download/isisdraw23.exe）

绘制化合物结构，然后导出 MOL 文件，如图 3.2.2.1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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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2.18    上传分子结构的 MOL 文件进行检索（例 7） 

 
图 3.2.2.19    将 ISIS Draw 软件绘制的分子结构导出为 MOL 文件 

检索过程第二步：获得检索命中的目标化合物列表 

点击提交检索之后，系统将对结构数据库进行检索，查询符合用户要求的化合物，并将命中的目标化合物

列表显示。如图 3.2.2.20。 

 

图 3.2.2.20    命中的目标化合物列表（例 6） 

 
图 3.2.2.21    化合物的属性 



 31

点击第 2 个化合物命名的链接，即可查看该化合物的属性，如图 3.2.2.21。页面上除了结构、名称之外，还

可以在页面的下端看到该化合物在其它数据库的信息。点击这些链接，即可检索该化合物对应的信息。 

点击英文文献，即可检索到与该化合物相关的所有英文文献，共 5558 条纪录，列表如图 3.2.2.22，所示。

在表中点击文献名的链接，可查看该文献的信息，如图 3.2.2.23，图中仅显示出一部分文献相关化合物。 

 

图 3.2.2.22    化合物的相关英文文献 

 
图 3.2.2.23    化合物的相关英文文献的详细信息 

点击化学专利，即可检索到与该化合物相关的所有专利文献，共 1669 条纪录，列表如图 3.2.2.24 所示。在

表中点击专利名的链接，可查看该专利的信息，如图 3.2.2.25，图中仅显示出一部分专利相关化合物。 

 
图 3.2.2.24    化合物的相关专利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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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2.25    化合物的相关专利的详细信息 

点击相关试剂，即可检索到该化合物作为化学试剂的供应商，共 1 条纪录，列表如图 3.2.2.26 所示。在表

中点试剂名的链接，可查看该试剂的信息，如图 3.2.2.27。 

 

图 3.2.2.26    化合物及其试剂供应 

 

图 3.2.2.27    化合物试剂的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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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2.28    化合物危害性的详细信息 

点击危害性，即可检索到该化合物的危害性信息，如图 3.2.2.28。 

3.2.2.3 化合物子结构检索 

(尚在建设中) 

3.2.2.4 化合物模糊结构检索 

基本原理  用户在页面上输入化合物的二维结构，或者上传化合物的 MOL 文件(可用 MDL 公司的 ISIS 

DRAW 软件绘制结构，导出为 MOL 文件)，选择被检索结构的拓扑和其他特征，系统以提问化合物为基础，检

索符合某些结构特征的目标化合物。 

检索过程第一步：输入化合物的结构并选择检索结构的特征 

输入化合物的结构有 2 种方法，输入方法与 3.2.2.2 相同（略）。 

检索结构的特征分成如下 6类。选择某项表示要求目标化合物的该属性当与提问化合物相同，不选择则表

示任意值均可。 

1) 结点（原子）计数匹配项目：选择此类表示目标化合物的结点属性需与提问化合物符合，因此可以检出不

同的拓扑骨架。结点属性包括：非氢结点（原子）数目、连接度是 3/4/大于 4 的结点（原子）的数目、氢

同位素氘/氚原子的数目。 

2) 键计数匹配项目：选择此类表示目标化合物除单键以外的各类的化学键数目和电荷数需与提问化合物一致，

因此可以检出不同的拓扑骨架，但是具有相同的双键数、三键数、互变键数、芳香键（单双键交替）数和

电荷数的化合物。 

3) 环系统匹配项目：选择此类表示目标化合物的环系统属性需与提问化合物符合，因此可以检出不同的拓扑

骨架，但命中化合物的环系统属性需相同。环系统属性包括：环系统总数目、每个环系统的环结点计数、

每个环系统的小环数、每个环系统的 SSSR（ 小环集的 小集）。注意：可能存在一个或几个不同环系统

具有相同环系统属性的情况，因此即使全选此项，某些较复杂环系统的提问化合物的环系统也可能与目标

化合物的环系统不完全一致，例如 triphenylene 可能检索到 tetraphene. 

4) 立体中心计数匹配项目：选择此类表示目标化合物的立体属性需与提问化合物符合，对于有立体标记的化

合物应当勾选此项，否则将无法得到想要的结果。立体属性包括：节点立体化学、键立体化学、轴立体化

学。 

5) 重复单元/组计数匹配项目：选择此类表示目标化合物的重复单元属性需与提问化合物符合，对于有重复单

元标记的物质应当勾选此项，否则将无法得到想要的结果。重复单元属性包括：重复单元、重复组数。 

6) 分子式结构匹配项目： 此类有 2 个互斥的选项。选择“包含氢原子”表示目标化合物的元素组成式精确

匹配提问化合物的 H 原子计数，对于碳氢化合物常意味着要求两者分子式完全一致；如选择“不包含氢原

子”表示忽略 H 原子，也就是不对目标化合物分子式中的氢原子数做出限制。 

此 6 类结构特征可组合使用，组合关系是 AND。 

  例如：分子式结构项目中选择“不包含氢原子”，其他项目全选，如图 3.2.2.29 所示(例 8)，查询以化合物

triphenylene 为基础，检索环属性、键属性、结点属性均和 triphenylene 一致的化合物，但分子式中的氢原子数

可能不同，结果列表如图 3.2.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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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2.29    模糊结构检索的输入（例 8） 

 

图 3.2.2.30    模糊结构检索的结果列表（例 8） 

 

图 3.2.2.31    模糊结构检索的输入（例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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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分子式结构项目中选择“包含氢原子”，如图 3.2.2.31，检索结果列表如图 3.2.2.32(例 9)。 

 

图 3.2.2.32    模糊结构检索的结果列表（例 9） 

 


